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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乙醇和乙醛脱氢酶基因多态与食道癌易感性
李苏平

丁建华

【摘要】

吴建中

曹海霞

高长明

苏平

刘燕婷周建农常军姚根红

目的研究乙醇脱氢酶２（ＡＤＨ２）和乙醛脱氧酶２（ＡＬＤＨ２）基因多态与食道癌易感性。

方法对江苏省泰兴市２２ｌ例食道癌新发病例和１９１名对照的饮酒习惯等因素进行调查，采用ＰｃＲ和

变性高效液相色谱法（ＤＨＰ【ｃ）检测ＡＤＨ２和ＡＬＤＨ２基因型。结果

（１）与携带ＡＬＤＨ２伽基因型

者相比，携带ＡＬＤＨ２＾崩（Ｄ尺＝５．６９，９５％“：２．５ｌ—１２．１８）和ＡＬＤＨ２嗍（ＯＲ＝１．７０，９５％ｃ，：１．０８～
２．６８）基因型者患食道癌危险性明显增加，以携带ＡＬＤＨ２，４崩的饮酒者最为显著（Ｄ尺＝８．６３，９５％ｃ，：
２．０７～３５．９５）。（２）无论是否饮酒，携带不同ＡＤＨ２基因型者之间患食道癌的风险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３）携带ＡＬＤＨ２胴或翎基因型者，不论同时携带何种ＡＤＨ２基因型患食道癌的风险均显著增

加，且作用效应为ＡＬＤＨ２胴≥翩。（４）与同时携带ＡＬＤＨ２伽和ＡＤＨ２ Ａ尉的不饮酒者相比，同时
携带ＡＬＤＨ２ Ｇ／Ａ或Ａ肋和ＡＤＨ２ Ｇ伪或ｃ犯的饮酒者，患食道癌危险性Ｄ刚直高达８．３６（９５％ｃ，：２．９８～

２３．４６）。结论饮酒及醇醛脱氢酶基因多态与食道癌的联系主要与ＡＬＤＨ２有关；携带ＡＬＤＨ２胴和
们者减少酒精消耗量，有助于降低患食道癌危险性。
【关键词】食道肿瘤；乙醇脱氢酶２；乙醛脱氢酶２；基因多态性；病例对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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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是食道癌的危险因素之一［。引。酒精在体

性，与人类肿瘤亦存在关联。４Ｊ】。而乙醛在体内的作

内代谢过程为乙醇一乙醛一乙酸，乙醛对动物有致癌

用效应，是与不同个体体内乙醇脱氢酶（ＡＤＨ）和乙
醛脱氢酶（ＡＬＤＨ）代谢能力高低有关。研究显示，

Ｄ０ｌ：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５．ＯｌＯ

基金项目：江苏省１１生厅医学科技发展基金（Ｈ２００５２６）
作者单位：２ｌＯ００９南京，江苏省肿瘤防治研究所流行病室（丁建华、
李苏平、曹海霞、吴建中、高长明、苏平、刘燕婷、周建农）；泰兴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常军、姚根红）

ＡＤＨ和ＡＬＤＨ有多种亚型，ＡＤＨ２和ＡＬＤＨ２基因

具遗传多态性，ＡＤＨ２胴氧化乙醇速度是ＡＤＨ２
６搬的２０倍Ｈ】，携带ＡＬＤＨ２胴和绷者饮酒后血

中乙醛浓度分别是携带ＡＬＤＨ２伽者的１９倍和６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５月第３０卷第５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Ｉ，Ｍａｙ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５

·４５６·

倍№］，因此ＡＤＨ２和ＡＬＤＨ２多态性会导致个体间乙

Ｇ／Ｇ（野生型纯合子）、伽（杂合子）和Ａ／Ａ（变异型纯

醇代谢能力的差异，从而形成乙醛在体内的不同蓄

合子）３种基因型。

积状况而影响其患癌易感性。江苏省泰兴市是食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ｐｉＩｎｆ０和ｓＡＳ统计软件，

道癌高发区，调查发现饮酒是该市食道癌高发的

用ｆ洲检验基因型频度分布差异，以比值比（ＤＲ）及

危险因素ｎＪ，为此开展了对ＡＤＨ２和ＡＬＤＨ２基因多

９５％可信区间（９５％ｃ，）表示相对危险度。用多元非

态与食道癌易感性关联的研究。

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计算调整Ｄ尺和９５％ｃ，。交互
作用分析选用相加模型胁’，评价指标采用交互作用

对象与方法

指数（Ｓ）和交互作用归因比（Ａ所）。饮酒者定义：每

１．研究内容：病例组为有泰兴市常住户口，且于

周饮酒至少一次，每次折合乙醇量＞４０ ｇ，连续饮半

２００５年１月至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确诊为食道癌的男性新

年以上（含酒精饮料的酒精浓度参照“中国食物成分

发病例２２ｌ例，对照组为随机选择当地常住户口无

表２００４”换算）。

肿瘤史的男性居民１９１名。在当地肿瘤登记处获得

结

食道癌新发病例信息，由经培训的调查员征得研究

果

对象同意后，当面询问病例和对照组人口学及饮酒

１．一般状况：病例组（２２１例）和对照组（１９１名）

等资料，对伞部研究对象抽静脉血标本，置乙二胺四

年龄范围在３５。８５岁。经均衡性检验，病例与对照

ＩＡ锄ｐ

ＤＮＡ提

在年龄、民族、文化程度、职业、婚姻、吸烟和饮酒方

取试剂盒提取白细胞ＤＮＡ，ＤＮＡ置一３０℃低温冰箱

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１０年前和现在家中人均

保存备用。

年收入病例组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乙酸钠抗凝管，分离白细胞层。用Ｑ

２．基因型分析：采用ＰＣＲ和变眭高效液相色谱法
（Ｄｍ’ＬＣ）检测ＡＤＨ２加藿ｒ４７Ｈｉｓ和ＡＬＤＨ２ Ｇｌｕ４８７Ｌ弘

基因型。ＡＤＨ２趣４７Ｈｉｓ扩增所用引物：Ｆ：
５’一ＧＧＧ ＣＴＴ ＴＡＧ ＡＣＴ ＧＡＡ ＴＡＡ ＣＣＴ

义（ｔ值分别为４．５２和３．６４，Ｐ值均＜０．０１）；见表ｌ。
表ｌ

病例组与对照组人口学特征

ＴＧＧ一３’和

Ｒ：５’－ＡｏＧ ＧＡＡＡＧＡ ＧＧＡＡＡＣ ＴＣＣ ＴＧＡＡ一３ ７；
ＡＬＤＨ２ Ｇｌ“８７Ｌｖｓ扩增所用引物：Ｆ：５’一ＴＧＣ耵玎
ＧＡＴ ＧＴＧ ＴＴＴ ＧＧＡ ＧＣＣ．３
ＧＡＧ ＣＣＡ

７和Ｒ：５’．ＧＧＣ

ＴＣＣ

ＣＣＡ．３’。ＰｃＲ反应体系总体积均为２５“ｌ，

２．０

ｍｍｏ儿，ＭｇＣｌ２
ｍｍｏｌ／Ｌ，１０×Ｂｕ虢ｒ２．５山，热启动Ｔａｑ酶１Ｉｕ和

０．５

ｐｌ基因组ＤＮＡ。扩增反应条件为：９５℃预变性

含有引物２０ ｐｍｏｌ，４×ｄＮＴＰｓ

７ ｍｉｎ；９５℃３０ ｓ、６２℃３０

０．２５

ｓ和７２℃３０ ｓ，共３５个循

环；７２℃延伸５ ｍｉｎ，９４℃变性４ ｍｉｎ后，再将ＰＣＲ

产物的温度按每秒ｏ．１℃的梯度降低到２５℃，置４℃
冰箱保存。

注：４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６括号外数
据为均数，括号内数据为标准差

２．基因型分布和遗传平衡检验：病例组与对照
组相比，ＡＬＤＨ２各基因型分布频度差异有统计学意

ＰＣＲ产物直接上样到ＤＨＰＬＣ仪（ｗ怂悒．３５００，

义（）ｃ２＝２２．３０，Ｐ＜０．０１）；而ＡＤＨ２各基因型分布频

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ｏｍｉｃ，ＵＳＡ）进行基因型鉴定。流动相为

度的差异未达到统计学意义（ｘ２＝４．９２，Ｐ＝０．０８５）。

Ｎ一三乙基乙酰胺（ＴＥＡＡ，分析纯）和不同

经遗传平衡检验，病例组ＡＤＨ２基因型频率、对照组

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ＤＨ２和ＡＬＤＨ２基因型频率均符合Ｈａｒｄｙ—

ｔｙｐｅ为ｍｕ诅ｔｉｏｎ，按照仪器设定的洗脱梯度走样。

Ｗｅｉｎｂｅｒｙ比例（前者ｘ２值为Ｏ．１８，后者ｘ２值分别为

杂合子基因型可从ＤＨＰＬｃ图形直接确定，野生型纯

１．２８和０．１２，Ｐ值均＞０．０５），表明研究样本有良好代

合子和变异型纯合子的ＤＨＰＬｃ图形相同，需与已知

表性（表２）。

０．１ ｍｏｌ／Ｌ

浓度梯度的乙腈，流速０．９ ｍｌ／ｍｉｎ，选择ａｐｐ

纯合型混合，经过变性和复性过程，再次上样

３．ＡＬＤＨ２和ＡＤＨ２基因多态与食道癌易感性：

ＤＨＰＬＣ仪分析确定。结果ＡＤＨ２她４７Ｈｉｓ被区分

与携带ＡＬＤＨ２ Ｇ／Ｇ基因型者相比，携带ＡＬＤＨ２Ａ／Ａ

为ｄＧ（变异型纯合子）、伽（杂合子）和Ａ伪（野生型

（伽＝５．６９）或伽（Ｄ尺＝１．７０）基因型者患食道癌风

纯合子）３种基因型；ＡＬＤＨ２ Ｇｌｕ４８７Ｌｙｓ被区分为

险均显著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与ＡＤＨ２

４伪

生堡煎堡塑堂叁查！塑笙！旦篁！壁鲞箜！塑堡垒垫！墅ｉ璺！！塑！：坚塑！Ｑ塑：塑！：！！！堕！：！
基因型者相比，仅携带ＡＤＨ２ Ｇ／Ｇ基因型者患食道

癌风险有所增加（鲫＝２．７８）。携带ＡＬＤＨ２

表３

·４５７·

ＡＬＤＨ２和ＡＤＨ２基因型联合作用与食道癌易感性

Ａ与Ｇ

型以及携带ＡＤＨ２ Ｇ与ＡＤＨ２Ａ等位基因者相比，患

食道癌风险均有所上升（表２）。
表２

ＡＬＤＨ２和ＡＤＨ２基因型分布与食道癌易感性

因素病倾ｌ组４

对照绢。０＿鼢值（９５％ｃＤ讲ｍ值（９５％回

ＡＬＤＨ２基因型

注：趋势ｆ＝２４．１８，Ｐ＝ｏ．ｏｏ；４与‘相比，ｆ＝３．８３，Ｐ＝Ｏ．０５；６与。

ａＧ

９０（４０．７３）１１４（５９．６９）１

ＧＭ

８邺２７）６６（３４．５５）１．７１（１．１０～２．蛔１．砸ｌ鹏一２．鳓
讧１９．㈣１１（５．９６）４．８蛇２５一ｌ ｏ．６１）５．６孵．５１一１２．１８）

Ａ｜Ａ

１３１（５９２７）７７（４０．５１）２．１５（１．４３—３２６）２．１９（１．４３—３删

Ｇ｛Ａ七～｜～

相比，ｆ＝４．５０，Ｐ＝ｏ．０３；‘同表２

的联合作用：两组中携带ＡＬＤＨ２ Ａ伪者无论是否饮
酒，其患食道癌风险均明显高于携带Ｇ／Ｇ型者，此特

ＡＤＨ２基因型

１０６（４７∞１０８（５６．５４）１

蚰Ａ

点于饮酒者（鲫＝８．６３）更为显著；携带ＡＬＤＨ２伽

１

９６（４３．４４）７５（３９．２７）１．３０（ｏ．８５～ｌ舶） １２ｌ（ｏ．７９～１．８６）

Ｇ，Ａ

跗．１９）２倒ｌ舵～５．７７） ２．７８（１．０６—７２９）
ｌｌ邓２㈣８３（４３．岣１．４ｌ（ｏ舶一２ＪＤ８） １．３１４（ｏ．朗一２删
１９（８．卿

Ｇ｜Ｇ
Ｇ｜Ａ七Ｇ｛Ｇ

等位基因频率

型的饮酒者患食道癌风险也呈上升趋势（０Ｒ＝
２．４７），而不饮者则风险性低。无论是否饮酒，携带
不同ＡＤＨ２基因型者之间患食道癌风险差异均无统

ＡＬＤＨ２

计学意义（表４）。与同时携带ＡＬＤＨ２ ｄＧ和ＡＤＨ２

２＠㈣硒２９４（７６弼ｌ
１７３（３ ９．１４）８８（２３．０４）２．１５（１．５７—２卿

Ｇ
Ａ

Ａ伪型的不饮酒者相比，同时携带ＡＬＤＨ２伽或Ａ／Ａ
和ＡＤＨ２伽或Ｇ／Ｇ型者，无论是否饮酒患食道癌风

ＡＤＨ２

Ａ姗（鲫．６８）２９ｌｆ７６．１研ｌ
Ｇ

险均明显增加，而饮酒者的伽值（８．３６）显著高于不
饮者（锨＝２．８４）（￡＝８．３５，Ｐ＝０．０３９）。

１３４（３０３２）９ｌ（２３．８２）１．３９（１．Ｏｌ～１．９２）

进一步将ＡＬＤＨ２伽和４伪型合并为携带突变

ＤＲ，Ｏ助值为１０年前和现在经济状况调整的ＯＲ

４．ＡＬＤＨ２和ＡＤＨ２基因型联合作用与食道癌

基因型组，ＡＬＤＨ２Ａ伪作为未携带突变基因型组与是

易感性：与同时携带ＡＤＨ２Ａ／Ａ和ＡＬＤＨ２ Ｇ／Ｇ者相

否饮酒相比发现，携带ＡＬＤＨ２突变基因且饮酒者患

比，个体患食道癌伽值经调整后随同时携带

食道癌风险显著增加（ＤＲ＝３．０８）；｜ｓ＝２．９３＞ｌ，说明携

ＡＤＨ２ Ａ／Ａ和ＡＬＤＨ２ Ｇ／Ａ、ＡＤＨ２ Ｇ朋或Ｇ／Ｇ和

带ＡＬＤＨ２突变基因与饮酒之间存在协同作用；ＡＰ，＝

Ｇ／Ａ、ＡＬＤＨ２ Ａ／Ａ和ＡＤＨ２ Ａ／Ａ呈趋势性显

０．４ｌ，提示全部食道癌病例中归因于携带ＡＬＤＨ２突

ＡＬＤＨ２

著增加，至ＡＤＨ２ Ｇ／Ａ或Ｇ／Ｃ和ＡＬＤＨ２Ａ／Ａ达到最

变基因和饮酒交互作用所引起的病例占４１％（表５）。

高（Ｄ尺＝１２．２２）；即只要个体携带ＡＬＤＨ２ Ｇ／Ａ或Ａ／Ａ
讨

基因型，而不论同时携带何种ＡＤＨ２基因型，其患食
道癌风险就会显著上升，且ＡＬＤＨ２ Ａ／Ａ的作用效应

论

以往ＡＬＤＨ２和ＡＤＨ２基因多态与食道癌易感

性研究多集中在日本，国内鲜见报道。Ｙｏｋｏｙ锄ａ

大于ＡＬＤＨ２∥Ａ（表３）。
５．ＡＬＤＨ２和ＡＤＨ２基因多态及饮酒与食道癌
表４

等例研究结果显示，携带ＡＬＤＨ２ Ａ伪型的酗酒者和非

ＡＬＤＨ２和ＡＤＨ２基阂多态及饮酒与食道癌易感性

ＡＬＤＨ２
Ｇ｜Ｇ

２６

４２

１

６４

７２

ｌ

ＧＭ

４３

４４

４６

２２

虬Ａ

２７

８

１．２９（Ｏ．６５～２．５５）
４．６７（１．６３～１３．３８）

１５

３

２．４７（１．２７—４．８２）
８．６３（２．０７～３５．９５）

ｏ；哇＋山Ｈ

７０

５２

１．７８（Ｏ．９４—３．３７）

６ｌ

２５

３．０８（１．６５～５．７８）

ＡＭ

５０

５３

１

５６

５５

ｌ

Ｇ／Ａ

４２

３８

５４

３７

４

３

１．３１（Ｏ．７０～２．４６）
２．１０（Ｏ．３５一１２．５４）

１５

５

４６

４ｌ

１．３７（Ｏ．７４—２．５４）

６９

４２

１．１８（Ｏ．６４—２．１６）
２．９０（Ｏ．８５～９．９０）
１．３“Ｏ．７６～２．４３）

ｌＯ

２８

ｌ

３４

４０

圣：坠！！：！Ｑ＝！：！１ ２

１２

．！垒

ＡＤＨ２

Ｇ｜Ｇ
ｃ｜～七Ｇ｜ｃ
ＡＬＤＨ２

ｄＧ

ＡＤＨ２
Ａ膈

垡！壅生丝垡！重型鱼
！Ｑ
２２
注：。ＤＲａ值为１０年前和现在经济状况调查的伽

一

２．０２（０．７９—５．１７）
．

！：！ｇ：：！！＝望：！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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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ＡＬＤＨ２基因多态与饮洒致食道癌的交互作用

ＡＬＤＨ２基因
ｏ，Ｇ

翎或胴

Ｊ

Ｅｐｉｄ锄ｉｏｌ，Ｍａｙ

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５

因学研究中，不但要探索饮酒行为的启动效应，还应
当研究其与体内相关代谢酶基因多态问的相互关

饮酒

病例

对照

不饮

２６

４２

ｌ

饮

６４

７２

０．９２（Ｏ．４８～１．７８）

不饮

７０

５２

１．７８（Ｏ．９４—３．３７）

本研究揭示的携带ＡＬＤＨ２突变基因型者由于对乙

饮

６１

２５

３．０８（１．６５～５．７８）

醛代谢能力降低，饮酒后将会显著增加乙醛蓄积所

０Ｒａ值４（９５％ｃ｜『）

注：４同表４

系，否则不能对它导致的最终结果做出合理评价，而

致的患食道癌风险即为明证。

酗酒者患食管癌危险性比不携带者分别增加６．６和

因此，将携带ＡＬＤＨ２伽或Ａ伪的饮酒者作为

１１．１倍；在调整年龄、每日饮酒和吸烟量后，义发现携

食道癌高危人群，并开展有针对性的健康宣传和行

带ＡＬＤＨ２ ＡＭ型的男性饮酒者患食管癌危险性增加

为干预，对预防食道癌有重要意义。

１２．５倍“引。Ｈｏｒｉ等“１。的研究硅示，同时携带ＡＤＨ２

Ｇ／Ｇ和ＡＬＤＨ２伽型者患食管鳞癌的Ｄ尺值为１７．９。
ＭａｔＳｕｏ等“２一分析提示，与携带ＡＬＤＨ２ ｄＧ基因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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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０７—７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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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ｄｅｈｙｄｒｏ譬ｃｎａｓｃ ２２
ｌＯ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

ｃａｎｃｃｒ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ｍａｌｅｓ．

Ｃａｎｃｃｒ Ｅｐｉｄｅｌｌｌｉ０１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 Ｐｒｅｖ，１９９６，５（１）：９９一１０２．
Ｊ Ｙｏｋｏｙａｍａ Ａ，Ｍ ｕｍｍａｔｓｕ Ｔ，Ｏｈｍｏｒｉ Ｔ，ｅｔ ａ１．ＡＩｃｏｈｏｌ—ｒｅ】ａｔｅｄ
ｃａｎｃｅｒｓ

酒后血中乙醛浓度受ＡＤＨ２活性影响不大，而主要

ｈｏｔ

５】Ｉｎｔｅ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ｅｎｃｙ ｆｂ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０ｎ ＣａｎｃｅＬ Ａｌｌｙｌ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Ｅｖａｌ
ａｌｄｅｈｙｄｅｓ， 印ｏｘｉｄｅｓ 卸ｄ ｐｅｒｏｘｉｄｅｓ． ＩＡＲＣ Ｍｏｎ０汀

可能起到主要作用，这与相关研究发现——尽管
ＡＤＨ２多态可以影响乙醇向乙醛转化的速度，但“饮

Ａｍ。

“ＴＫ．Ｇｅｎｅｔｉｃ ｐｏｌｙｍｏ叩ｈｉｓｍ ｏｆ
ｌｉｖｅｒ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ａｎｄ 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ｄｅｈｙｄｒｏｇｃｎａｓ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ｔｏ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锄ｄ 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ｓｍ．Ｈ印ａｔｏｌｏｇｙ，ｌ ９８６，６（３）：

食道癌危险均显著增加。此结果提示，在ＡＬＤＨ２和
ＡＤＨ２基因多态与食道癌易感性的关联中，ＡＬＤＨ２

Ｎ

Ｓｔａｔｃｓ．Ｓｕｒｇ ｏｎｃｏｌ Ｃｌｉｎ

［４］Ｂｏｓｒｏｎ ｗＦ，

道癌风险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③携带ＡＬＤＨ２ Ａ／Ａ

或伽基因型者不论同时携带何种ＡＤＨ２基因型，患

ａｓｓｏｃｉａ倒ｗｉｔｈ

Ｊａｐａｎ．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Ｉ，１

的病例对照研究发现：①携带ＡＬＤＨ２Ａ／Ａ或伽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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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共同所致，当酒精进入机体后，因为个体代谢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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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患癌易感性的差异。因此在饮酒与癌症关联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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